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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1111））

征集改革开放40周年·春节记忆老照片

本报讯 记者周金友报
道 根据《浙江省劳动模范协
会章程》，经浙江省总工会党
组研究，报中共浙江省委组

织部同意，并经征求省劳模
协会全体理事同意，聘请厉
志海任浙江省劳动模范协会
名誉会长。

本报讯 见习记者程雪报
道 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宁
波、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以下统称宁波、温州高新区）建
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这是
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之后，
我省第二家获批建设的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

宁波、温州高新区建设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将充分发挥两
地的区位优势、民营经济优势和
开放发展优势，积极开展创新政
策先行先试，着力培育良好的创
新创业环境，激发各类创新主体
活力，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全面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
体效能，打造民营经济创新创业

新高地。届时，宁波、温州高新
区将被建设成为科技体制改革
试验区、创新创业生态优化示范
区、对外开放合作先导区、城市
群协同创新样板区、产业创新升
级引领区。

宁波、温州高新区可享受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关政
策，同时结合自身特点，不断深
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改革，积极开展科技体制改
革和机制创新，在引导民间资
本投资创新创业、科技成果转
化、科技金融结合、知识产权保
护与运用、人才培养引进、区域
协同和开放合作创新等方面探
索示范。

尊敬的劳动模范：
一元更始、万象更新。值此

新春佳节之际，省总工会向您致
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劳动模范是我国亿万劳动
群众的杰出代表。多年来，你们
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你
们身上体现的劳模精神，丰富了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是
全社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
鼓舞和带动广大职工群众投身
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动力。你
们不愧为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
模。

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关
心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必须全
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牢固树立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
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指
出“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
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浙江各
级党委、政府和工会组织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精神，高度重视劳模、关心爱
护劳模，支持劳模发挥骨干带头
作用，积极帮助劳模解决生产生
活中的问题，广泛宣传劳模先进
事迹、使劳模精神不断发扬光
大。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2018年是全省
人民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宏伟目
标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的目
标任务进行奋斗的开局之年。我
们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
各种挑战。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希望劳动模范带头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发扬光荣传统，
弘扬劳模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切实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积极践
行新发展理念，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坚定地站在时代潮头，走在改
革和建设前列，更好地团结和带
动广大职工群众，为我省“两个高
水平”建设建功立业。

祝您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浙江省总工会
2018年2月

本报讯 记者周金友摄影报
道 昨天上午，迎着冬日灿烂的阳
光，带着春节前夕的喜庆气氛，省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总工会主
席、省劳模协会名誉会长厉志海专
程前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和上海铁路局杭州客运段，看
望慰问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
教授、主任医生、医学博士、院长王
建安；全国劳动模范、上海铁路局
杭州客运段列车长陈美芳，向两位
劳模送上鲜花、慰问信、慰问金和
新春的祝福。

厉志海说，王建安作为浙江
省心血管病学重点学科带头人,

擅长各种心血管内科疾病的诊
治,对各种疑难危重心血管疾病
有很强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能力。
先后获省劳动模范、白求恩奖章、
浙江省特级专家、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省政府特殊津贴、省科学
技术重大贡献奖、吴阶平医药创
新奖等荣誉。在2014年“7·5”公

交车纵火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中，王建安带领全院医护人员，书
写了“群体重度烧伤患者超5个
月零死亡”国内医学界公认的一
大奇迹，浙医二院光荣地被省政
府授予“浙江省模范集体”荣誉称
号。特别是在 G20 杭州峰会期
间,在王建安的带领下,浙医二院
成为峰会主会场唯一医疗保障单
位,也是唯一美国首选定点医院
以及国际首脑安保人员驻点的单
位，圆满完成保障任务。

陈美芳工作 21年来任劳任
怨,在奔跑的列车上用至诚的服务
温暖了无数人,推出了多项特色服
务,开创了“陈美芳亲情服务团队”
列车品牌,被旅客誉为“列车天
使”。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浙江省劳动模范、全
国铁路火车头奖章等荣誉。2017
年光荣当选浙江省出席党的十九
大代表。她利用师带徒、劳模工作
室等载体,引领身边职工践行服务
理念,创建了有近300人的“陈美
芳亲情服务团队”,并把自己在实
践中探索总结出的“十二个一点”

工作法和“四水”服务法在团队中
推广。

厉志海指出，送给劳模先进的
不止是鲜花、慰问信和慰问金，送
出的更是一份浓浓的祝福和心意，
体现的是省委、省政府和省总工会
对广大劳模先进的关心，营造的是
全社会尊重劳模、关爱劳模的良好
氛围。

厉志海说，省总工会和省劳
模协会不仅仅要重视评选劳动模
范，更加要重视对劳模的管理服
务。省总工会已经在今年春节前
夕开展省级劳模走访慰问工作，
慰问对象为浙江省劳模、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省委省政府
明确的享受省级劳模待遇的对
象。连日来，全省各级工会更是
积极响应，携带慰问信、鲜花和
1000元慰问金，普遍走访省级劳
模，开展面对面的慰问活动，送去
党委、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关心关
爱。

省总工会副主席张卫华、省教
育工会主席赵祖地等一同前往慰
问。

见习记者沈佳慧报道 骤雪
初霁，寒气逼人。杭州源牌集团董
事长叶水泉的办公室，却宽敞明

亮，温暖宜人。当冰冷的双手触摸
雪白的墙壁，就再也不想放下手
来，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墙面

竟会自动发热！叶水泉笑着介绍
道：“这里冬暖夏凉，墙面会根据室
外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从而达到人
体最舒适的室内温度。我们这幢
办公大楼应用了最新的低碳能源
技术——冰蓄冷技术，就是通过可
再生能源的应用等降低能源建筑
消耗，打造一个健康、舒适的办公
环境。”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最大
的幸福就是矢志于智慧低碳能源
技术这一伟大事业，为节能社会贡
献绵薄之力。”叶水泉充满激情地
说。

创业之初，路途艰辛

万事开头难，创业之初的辛苦
可想而知。叶水泉和他的团队不
知奋战了多少个白天黑夜，终于研
制出冰蓄冷中央空调技术，可最难
做的还是市场推广。

“因为专业技术是全新的，市场
上也没有这类产品的销售。有时候
哪怕你把它描绘得无比美妙，对方
也只是微笑着抬头看天。从理论概
念到摸得着看得见的益处，之间的
距离往往十万八千里。”叶水泉无奈

地说。他回忆起那段筚路蓝缕的岁
月，“上世纪90年代初每天早晨坐
中巴车到绍兴，为了省钱，到了那里
就花5毛钱租一辆自行车，挨家挨
户找企事业单位磨嘴皮子。一天跑
下来，口干舌燥精疲力尽，黄昏时还
得硬撑着身体，坐中巴车返回杭州，
第二天再乘车去绍兴。”

大半年下来，虽有不少客户愿
意接受设计方案，但人家毕竟没有
看到实货，投入时免不了缩手缩
脚，这也使得叶水泉团队竟无分毫
进账！但他们从未想过要放弃，到
处找活的脚步没有停下，哪怕没有
进账也照样干。他们也适时改变
了一些方法，给推广单位做可行性
方案。一些单位在他们的不懈努
力下相继支付了款项。虽然一笔
笔金额不是很大，但足以缓解当时
初生创业公司的财务危机。就靠
着这股韧性与坚持，叶水泉一点点
打开了经营局面。

树创民族品牌，打造行业标杆

当一个企业渐渐做大做强时，
打造民族品牌的欲望变得尤为强
烈。叶水泉表示，他们的产品是与

世界500强竞争，但国货缺乏知名
度，国人也对中国自己的产品存在
疑虑，所以要树创国产品牌是非常
艰难的。

叶水泉说；“在这种情况下，只
有胸中涌动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和自信心的人，才会不计成本地走
下去。”

最典型的当属上海世博中
心的项目。叶水泉说当时就想着
无论如何都要使出浑身解数拿下
这个项目，为民族品牌争一口气。
他们三顾茅庐，将负责人从上海请
到杭州实地考察，给他详细地讲解
国产冰蓄冷装置的优越性，了解之
后，负责人认为国货丝毫不逊于国
外产品。 （下转第4版）

鲜花送劳模 祝福表心意
厉志海看望慰问省劳模王建安、全国劳模陈美芳

叶水泉受邀出席2017中国全球投资峰会

厉志海慰问陈美芳（图右）。 记者周金友 摄

科技工作者叶水泉矢志为民族品牌争口气

让智慧低碳能源技术造福百姓

你们不愧为
民族的精英
人民的楷模

浙江省总工会
致全省劳模的春节慰问信

厉志海任
省劳模协会名誉会长

宁波、温州高新区获批
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记者吴晓静 通讯员陈金辉、
曾大吉报道“倒‘马子’了喽！倒

‘马子’了喽！”这个吆喝声，老杭州
人还有印象吗？十几、二十年前，
甚至可追溯到解放后，这就是老杭
州的弄堂市景。

什么是“倒‘马子’”？今年
101岁的马阿任，对这样的情形再
熟悉不过。62年前，她的第一份
工作是萧山城厢镇居民小区的一
名临时清肥工，俗称掏粪工，杭州
话就叫“倒‘马子’”，“马子”指的是
旧时居民家中的木质圆形便桶。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
宝”。马上要过年了，2月12日下
午，杭州市城管委党委书记、主任
李磊一行，专程赶往萧山区城厢街
道，看望慰问马阿任这位全市唯一
的百岁环卫退休职工。

脏臭的“倒‘马子’”活，马老太
一干就是18年

马阿任，原名马阿仁，女，

1917年4月出生。1956年成为临
时清肥工，1958年进入萧山县城
厢环境卫生管理所工作（现为萧山
区城厢环境卫生管理所），做的还
是倒马桶的工作，直到1973年10
月光荣退休。

现在，马老太和二儿子、儿媳
同住。儿媳王雅珍说，老太太20
年前耳朵就聋了，眼睛也看不清，
基本是常年卧床的状态。

慰问团带去了一张40多年前
“倒‘马子’”的老图片，让马老太看
看能不能记起她以前的工作场
景。马老太凑近看了看，居然认出
了这是当年“倒‘马子’”的场景，让
在场所有人一阵惊喜。

“你们还把倒‘马子’的照片寻
出来。”马老太一下子打开了话匣
子，“噶毛不要倒‘马子’了，我倒了
18年。那个时光收‘马子’，都是
赤脚的，有双草鞋已经毛好了。”

在那个年代，环卫清肥工的工
作条件十分清苦。王雅珍说，常听

老太太说她那个年代的工作条件
非常苦，“老太太那个时候受到好
多奖励呢，只可惜几次搬家后，那
些奖状都丢失了。”

百岁老人为杭州公共厕所竖
起大拇指

“老奶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环卫工人再不用去倒‘马子’了。
杭州正在进行厕所革命，公厕里已
用上抽水马桶。”慰问团此行还带
了一张照片，是这几年杭州新建和
改造好的公厕图片。

当照片递到马老太手上时，她
仔细地看着，脸上露出开心的笑
容，颤抖地双手竖起大拇指，嘴里
还不停地说“谢谢，谢谢！”。

据介绍，马老太一共育有4个
儿女，现在都是七八十岁的花甲老
人，算上子孙，这个大家族共有35
口人，已是“四代同堂”了。

儿媳王雅珍也曾是萧山城厢
环境卫生管理所的一名环卫工人，
开过拖拉机清运垃圾，扫过马路，

“我干了25年的环卫工作，今年
74岁了。”

或许都曾是环卫人的缘故，
马老太和王雅珍一见如故，平时

就像是娘俩一样亲。退休后，王
雅珍负责打理家事，一心一意地
照顾着婆婆。“老太太现在由我们
4个儿女轮流赡养，每家半年。我
们这一大家子和和睦睦的，大家
都尽心照顾好老太太，让她颐享
天年。”

据杭州市城管委统计数据显
示，全市环卫行业中90岁以上健
在的退休老职工有18人，马上要
过年了，市、区两级城管环卫部门
这几天正陆续走访慰问环卫困难
职工、老环卫工，送去对他们的新
春问候和关爱。

倒了18年“马子”的她
是杭州唯一的百岁环卫退休职工

马阿任在看40多年前的老照片。

厉志海（图右）慰问王建安。 记者周金友摄

昨日上午，杭州公交集团
城西修理分公司迎来了人民小
学二（四）班大拇指中队的25名
少先队员。小小少年们对诗歌

《我骄傲，我是公交修理工》中，

给公交车当医生的修理工充满
了好奇和敬佩，希望在现实中
找到诗歌中描绘的人物原型，
于是开启了这次寻访之旅。

记者胡翀 通讯员周岚 摄

寻访平凡中的美丽

工报记者新年走基层

寻 访 最 美 劳 动 者寻 访 最 美 劳 动 者


